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通讯员/朱嘉泳 摄影报道）11月

11日，里水镇召开2020年污染

防治攻坚战工作推进会议，汇报

了河长制履职、全镇污水收集，

污水管网和污水厂的运营，水环

境治理工作、空气质量提升工作

等情况，并部署下阶段工作。镇

长麦满良要求，各部门要做到坚

定信心、正视问题、坚决完成督

办任务、全速推进工作。

在水环境治理工作方面，

2020年1月至今，镇级河长巡

河2324次，村级河长巡河8384

次；至2020年10月，里水28条

城乡黑臭水体已经有27条通过

验收，其中市级清单已经全部通

过，剩余1条区级黑臭水体红泥

涌计划在12月进行验收。同

时，16条农村黑臭水体中北线

涌、牛屎涌已通过验收。

在空气质量提升工作方面，

2020年前三季度里水镇环境空

气质量综合污染指数为3.42，同

比去年改善14.7%，空气质量六项

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

准。但在全市、区的排名较后。

当前空气质量问题主要有

三点，分别是颗粒物污染、二氧

化氮形势不容乐观、臭氧问题突

出。目前里水多地段在开展基

建工程，扬尘较大，施工过程封

闭部分车道，加重了周边交通拥

堵，导致汽车尾气排放加剧。

步入秋冬季节，颗粒物污

染将会成为里水空气防控重

点，里水镇总工会主席符灿亨

部署，蓝天保卫攻坚战的工作

内容主要是工业源整治、扬尘

源整治、油品质量保障、移动

源整治、餐饮源整治5个方面

的整治。里水将通过督促施

工方加快工地施工进度，严格

落实扬尘防治措施；加强对物

流园、VOC行业整治；加大对

餐饮行业的整治与监控，重点

区域的日常洒水喷雾作业时

间等措施，着力提高里水空气

质量。

麦满良指出，目前，镇内的

城乡黑臭水体未完全消除，水环

境治理压力大，污水管网建设进

度、四大片区污水管网修复工程

相对缓慢。同时，仍有部分企

业、农贸市场未接入污水管网，

河长办、市政办等牵头部门要加

大统筹，形成工作合力。此外，

针对大气污染排名靠后的情况，

生态环境部门要认真分析，对污

染源进行针对性的治理。

他强调，水环境治理要加

快建设，完善截污，提高用水大

户的管网接入率，强化统筹，讲

求方法，同时加强执法和河涌

源头监控，大力打击违法违规

行为；大气污染防治则要严格

实行分级管理，针对秋冬季节

易发的特点，有计划地将大气

污染影响降到最低，必要时候

组织企业进行错峰生产。

里水镇召开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推进会议

治理污染源“水气”齐攻坚

2020 年 1 月至今，镇级河长巡河2324
次，村级河长巡河8384次，满足河长制巡查

制度要求。

至2020年10月，里水28条城乡黑臭水体

已经有27条通过验收，其中市级清单已经全

部通过，剩余1条区级黑臭水体红泥涌计划在

12月进行验收。同时，16条农村黑臭水体中

北线涌、牛屎涌已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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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前三季度里水镇环境空气质量综合

污染指数为3.42，同比去年改善14.7%，空气

质量六项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空气质量提升

下一步工作：水环境治理要加快建设，完

善截污，提高用水大户的管网接入率，强化统

筹，讲求方法，做到特事特办，同时加强执法和

河涌源头监控，大力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下一步工作：

大气污染防治要严

格实行分级管理，针

对秋冬季节易发的

特点，有计划地将大

气污染影响降到最

低，必要时候组织企

业进行错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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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刘伟鹏

通讯员/朱嘉泳 摄影报道）11月

9日，里水镇镇长麦满良率队，前

往集中医学观察场所进行疫情

常态化检查，随后来到里水甘蕉

社区，入户进行人口普查指导工

作。

麦满良首先来到集中医学

观察场所，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指导。“要确保安全大前提，落实

好防控工作，同时也要对特定人

员提供关怀。”麦满良指出，值勤

人员要认真按照防疫防控要求，

做好特定人员的管理工作，同时

应在集中医学观察场所多设巡

查点，结合远程监控设备，实时、

实地了解集中医学观察场所情

况，确保人员安全度过集中医学

观察期。

随后，麦满良来到里水甘蕉

社区，向普查组了解社区人口普

查情况，并入户开展人口普查指

导工作。“恒叔，你们好，我们是

人口普查员。”在居民叶志恒的

家中，普查组根据住户提供的户

口簿、身份证等，对家庭成员的

信息进行仔细核对，接着使用电

子设备将信息录入。

10月31日，里水镇已完成

镇内人口普查摸底及底册编制工

作。自11月1日起，里水镇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式开启。里水

镇1091名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

走入全镇2627个普查小区中，挨

家入户进行人口信息登记工作，

并将采集到的内容通过电子采集

设备实时上传。截至11月9日

15时，里水镇已完成123983户、

合计304319人的信息上报工作，

上报完成率达62.17%。

麦满良表示，普查员入户开

展信息登记工作时，要按照相关要

求和程序，认真严谨地进行户籍信

息的核对和录入工作，同时应适当

增加普查员人数，推进里水人口普

查工作更好、更快地完成。

镇长麦满良率队严抓疫情防控，指导人口普查

防疫不松懈 普查更严谨

■麦满良

（左一）提

醒普查员

核对好住

户信息。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实习生/罗志杰 通讯员/陈光文）

11月12日下午，里水镇教育发

展中心在南海双语实验学校一楼

报告厅举办里水上善教育大讲堂

（第三季）活动，特邀全国著名基

础教育专家、北京十一学校联盟

总校校长李希贵现场讲学指导。

里水镇党委副书记余海生、里水

镇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周友乔及全

体行政班子、镇内各中小学校长

及行政班子成员共300余人参

加。

李希贵以“更高水平的人才

培养体系与教师职业转型”为主

题，分析未来教育发展形势，从教

育体系、课程体系、教学方式、治

理体系四个方面去分析如何构建

更高水平的基础教育人才培养体

系；并对教师职业进行重新定义，

指出教师需要掌握情绪管控、领

导学习等六大新基本功。李希贵

以其通俗易懂的话语，妙趣横生

的案例，赢得了全场掌声。

专题报告会结束后，里水校

长们纷纷表示，听完讲座后，更加

明确肩上所担负的教育使命和责

任，将努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

党育好人、为国育好才！

与会领导、嘉宾还共同参观

了南海双语实验学校及南海教师

发展中心，李希贵高度称赞里水

教育所提出的“四全”教育发展理

念，以大视野、大投入、大手笔，高

质量推进教育大发展，思路明确、

定位清晰、成果丰硕。

自2018年起，里水已连续成

功举办三季上善教育大讲堂，每

季活动邀请国内外的教育名家、

专家，聚焦里水教育发展过程中

的热点、难点问题，为里水教育指

点迷津，助力南海提升教育品质。

里水镇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周

友乔表示，接下来，里水教育将依

托南海教师发展中心，吸引更多

高端、优质的教育资源集聚里水、

造福南海，全面提升区域教育品

牌影响力。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伟鹏通

讯员/里教宣 摄影报道）11月11

日上午，里水人大代表们视察了

南海双语实验学校、里水中心小

学，查看校园教学楼、学生宿舍、

运动场、食堂等，学校相关负责人

向各人大代表汇报了扩建等在建

工程情况。

在2020年度教育办工作汇

报座谈会上，各人大代表提出意

见和建议。里水镇教育发展中心

主任周友乔从年度工作情况、现

时存在问题、日后工作思路三方

面进行汇报。周友乔表示，在镇

委、镇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镇内

新、改建学校工程正按期有序推

进，南海双语实验学校今年投入

使用，新增4800个学位，创造了

全区重点项目建设的“里水速

度”；赤山幼儿园、旗峰小学综合

楼也在今年完工投入使用，分别

新增学位450个、1000个。

“随着群众对优质教育需求

的不断扩大，师资队伍的建设仍

需继续增强。”周友乔指出，里水

教育将以“外引+内培”方式，借力

南海教师发展中心等高端教育培

训资源，不断提升教师队伍专业

水平，同时充分发挥里水镇家长

联合会的作用，全面擦亮里水上

善教育品牌。

座谈会上，各人大代表与镇

教育办就里水镇教育发展问题进

行交流研讨，并对2020年里水教

育系统工作进行满意度测评，满

意率达94.7%。

未来三年，里水将全面扩大

优质学位供给。将投入5.2亿元，

新建美景小学、沙涌片区中学、金

峰洲小学、官和路地段小学4所

学校，可新增6600个学位；将投

入2.1亿元，扩建里水中心小学等

6所学校共10个工程项目，可新

增学位6700个，宿位3350个；同

时持续扩大学前教育公办学位供

给，将投入7000万元，新建广佛

智慧慢城配建幼儿园等4所幼儿

园，可新增学位2100个。

“这一年来，里水教育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

镇委、镇政府中心工作，坚持四全

教育引领，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改

革十大工程，向党和人民交出了

一份满意答卷。”里水镇人大主席

李伟光表示，对各人大代表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里水镇教育发展

中心要做好研究、不断改进工作，

努力为全镇人民提供更加优质的

教育资源，为开创新时代南海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最美岭南水乡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里水镇人大办组织人大代表视察全镇教育系统工作

人大代表对教育系统
工作满意率达94.7%

全国著名基础教育专家李希贵到里水讲学

点赞里水“四全”
教育发展理念

■里水镇人大代表团了解里水中心小学扩建工程项目情况。

■李希贵到里水授课。 珠江时报记者/ 陈志健摄

镇长麦满良率队开展生产、消防安全大检查

筑牢岁末安全线 遏制事故发生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通讯员/钟何生）11 月 13日下

午，里水镇镇长麦满良率队对

河村自建房建筑工地、万利广

场摩电整治点、佛山市诺一新

材料有限公司、大冲一苗木花

场开展生产、消防安全大检查，

旨在切实做好岁末年初安全生

产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里水

安全生产管理，有效防范各类

事故的发生。

检查组一行首先来到河村

自建房建筑工地，重点查看了

施工工地脚手架、基坑支护与

模板工程、物料提升机、消防设

备等重要部位的安全防护情

况，麦满良要求各部门要严格

农村自建房的审批，严把工地

建设安全关，确保施工安全有

序可控。

检查组随后来到万利广场

摩电整治执法点，交警部门正在

现场执法，同时对违反交通规则

的行人进行劝导。自举行深入

推进禁毒重点整治暨摩电交通

安全综合治理誓师大会以来，里

水镇持续推进摩电综合整治工

作，铁腕打压摩电违法高发势

头。同时推进摩电整治入村（社

区）、入企业，进公园、进榕树头，

在镇内全阵地开展摩电整治工

作。麦满良指出，要抓源头、抓

长效，加大力度开展摩电整治工

作，将依法严管和宣传教育紧密

结合，凝聚强大整治合力，确保

摩电整治工作见实效。

企业生产安全也是岁末年

初的重点检查工作。在佛山市

诺一新材料有限公司，麦满良

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检查，了解

生产工序、产品质量、安全生产

等工作，他要求企业要进一步

提高意识，时刻把安全生产工

作放在第一位，绝不能有任何

麻痹侥幸心理；要认真落实主

体责任，全面深入排查生产、消

防安全隐患，做到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到位。

麦满良强调，各村（社区）、

各部门要进一步压严压实安全

生产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

任，做到责任落实到位、监管覆

盖到位、制度执行到位、隐患整

改到位、应急防范到位，深入排

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遏制安

全生产事故发生。


